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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五矿集团总部举行的首届职
工岗位创新十大成果表彰发布会上，中冶
陕压的创新项目《森吉米尔轧机机架的加
工方法》在 53项成果案例中，获得首届职
工岗位创新十大成果。这项了不起的成
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难题成了拦路虎

森吉米尔轧机机架，是一种极其复杂
的整体铸钢件，强度及刚性极高，机架内
腔为梅花状通孔，8个圆弧的直线度和平
行度均要求在 0.01毫米之内，加工难度之
大为行业内所公认。当时，中冶陕压承制
的森吉米尔轧机机架在国内尚属首次加
工，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所有人都认
为，攻破这项难题简直就是一项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为此，中冶陕压组建了由总工程师牵
头，一车间、技术部等相关人员参加的攻
关小组，一车间捷克数控 260镗床机长李
国庆是主要成员，他们默默地想：再难我

们也要攻破它！决不能给公司丢脸！

凭着一股钻劲儿

捷克数控 260镗床的精度及主轴的长
度比较适合加工森吉米尔轧机机架，但是
问题来了：主轴伸出一定长度后会出现挠
度，不能满足工件的精度要求，怎么办
呢？这时，小组成员想到了普通镗床有主
轴辅助支架，能否使用此方法呢？ 兴奋之
余，他们又发现这个工件超长，主轴长度
不够，能不能用浮动镗杆？但是动力传递
又是问题……

他们又一次来到了机床现场，看到了万
向角铣头，能否用角铣头加工？马上测量万
向角铣头的尺寸、作图模拟、旋转角度模拟，
确认角铣头能进入工件内腔，加上方套的刚

性，挠度问题解决了，一个用万向角铣头加
方套进行镗削加工的方案诞生了！

加工方案确定了，但是万向角铣头在
加工过程中，要多次旋转角度，各圆弧孔中
心位置的定位无法保证。攻关小组成员反
复琢磨、验证，设计了 3件工装：工装前板、
基准板、调刀板。接下来等待实践验证。

真金接受火炼

加工过程中困难和问题不断出现，工
件的装卡、如何减少环境因素对加工精度
的影响、怎样减小刀具磨损误差……几乎
每一个细节都是在探索，充满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能否达到图纸要求的精度，李国
庆的心里也没底，但是，接受挑战是他的本
能，他的心里铆着一股劲儿。多年来练就

的精湛技能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派上了大用
场，他在反复试验、摸索中总结了加工中的
十几条注意事项，一一给机组成员交底。

加工要用到8种不同的刀片，由于万向
角铣头多次旋转，刀具中心多次变化，每次
换刀片后，都需要花费 20 多分钟手工对
刀，这可是检验操作者技能和耐心的时
候。机组人员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保证了
各半圆孔的位置精度。精加工梅花腔期
间，需要每 150mm用千分表检测精度，8个
圆弧面总共有 80多个点，他们趴进狭窄的
梅花腔内不停地检测、记录数据，一蹲就是
两个小时。大家都极其严谨，哪怕出现一
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功亏一篑。

机架最终加工完成，在激光干涉仪
的检测下，各项精度均满足图纸要求。
就连用户也惊叹：机架的尺寸和形位精
度均在 0.01mm 之内，究竟是怎样干出
来的？李国庆略显羞涩的脸上露出了
自豪的笑容，对于真正的工匠来说，练
就真功夫就不惧挑战。 □ 贺艳霞

攻克“森吉米尔”难题

■洒金桥茶座■
当前，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许多省市
和高校院所竞相出台人才计划和优惠
政策，“帽子”成为吸引科技人才最重
要的指标，关系到科研经费、职称评奖
甚至家属待遇。“帽子”满天飞，“以帽
取人”弊端逐渐显露。

各省市推出人才计划的初衷无疑
是好的，合理设置的人才工程是对科
技工作者的一种激励，对推动科技创
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的人才工
程、计划走入了过多过乱的误区，政出
多门、定位重叠、标准不科学、管理不
严格，让人眼花缭乱。其申请过程往
往繁琐复杂，间接影响了科研人才正
常的科研工作，同时，静态评价结果给
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引发的负面
效应日益凸显。

从科研人员来看，虽然“帽子”的
种类很多，但不少单位的“帽子”最终
都落到了几个人头上，重叠程度很高，
资源过于集中倾斜。同时，一些青年
科技人员把“帽子”当作人生目标，导
致不能潜心研究，影响了自身成长。

从区域发展来看，随着“双一流”
高校建设，出现了新一轮抢“帽子”的
现象。不少地方实施“速成法”，不惜血本，不重实
际，重金挖“帽子”人才。乱抢人才的现象加剧了
欠发达省份人才的流失，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在一些地方，还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容
易造成引进人员与已有人员的矛盾、国内学者与
海归学者的矛盾。

众所周知，科研是需要团队的，既需要首席专
家、领头羊，也需要骨干层、执行层甚至辅助人
员。这些人员虽然重要程度不同，但是都不可或
缺。实际上，不少国际知名高校都是以团队的形
式引进人才。比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在引进
我国某科研单位人才时，把科研助手一同引进；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引进一名著名昆虫学教授时，把
实验室不同职称的人员包括实验员全部引进来。

而国内长期以来的评价奖励体系多侧重奖励
课题的主持人，对团队培养重视不够，缺乏针对团
队的评价体系。其实，团队的每个人都应当有相
应的考核指标体系和成长通道，否则不利于培养
协作精神，容易形成单打独斗，一旦领军人物退休
或调离，会影响学科整体发展。因此，要尊重和认
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贡献，把评价个人和评价团
队结合起来。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科学家静下心来、潜心科
研，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改进人才评价机制。笔者认
为，只有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让“帽子”发挥出正
确的引导作用，才能让人才工程真正凝聚科研力量。

具体来说，在人才评价标准上，要按照减数量、高
质量的原则，整合名目繁多、重复交叉的人才计划，自
主培养和针对性引进相结合。既要看“帽子”，更要看

“里子”，“里子”是人才当前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创新
潜力，要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

在人才分类评价上，要在重视高端人才的基
础 上 ，扩 展 人 才 概 念 ，以 创 新 能 力 和 潜 力 为 核
心，建立科学、易操作的科研人员分类考核机制
和办法，营造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可以出彩的
氛围，形成有利于人才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
励机制，汇聚创新的合力。 □ 农兴

■工厂故事■ 7 月 27 日上午，西安局
集团公司安康车辆段运用车
间五场主任李小建，挽着一

个大竹筐，逐一敲开段机关各科室的门，“五场里
的葡萄熟了”“自家产的，请大家尝尝！”满含丰收
喜悦的问候中，他陆续取出并递上早已分好的一
袋袋鲜嫩水灵的紫葡萄。

李小建分管的五场，担负着安康东站下行始发
货物列车的技术检查任务。硕大的院子里，种满
了葡萄、无花果、柑橘等果树和香樟、紫薇、丁香等
绿植，也有职工种植的一块块、用白色塑料栅栏分
割的小葱、茄子、黄瓜、豆角等蔬菜，股道边曾经
荒凉的院落如今到处充满了生机。

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站段管理结构，安康车
辆段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成立。建段之初，
百事待兴，管理薄弱、设备老化、资质单一等重重
压力，成为全段上下面临的最大考验和挑战。该
段牢记安辆亟需发展的重任，坚持以文化为引
领，通过筑梦想、建家园、搭平台努力推动文明家
园建设，在全段凝聚起了安全发展的强大合力，
先后荣获全路“先进基层党组织”“火车头奖杯”

“全国铁路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他们牢固树立“心情就是生产力”的理念，积

极发动职工共建家园，用环境塑造人。建设微展
厅，建造集读书、休闲、购物于一体的诚信屋，打
造“体验式”安全警示教育室，利用车辆废旧配件
制作系列文化雕塑，营造诚信修车、诚信建家、诚
信待人的良好环境。建设生态停车场、全自动洗
车位、职工集中洗衣房、探亲房，建设标准化单身
宿舍和职工伙食团，发动职工种植小菜园和小果
园，建设篮球、网球、羽毛球等场地，如今这些果
园和菜园，已经遍地开花结果，它不但美化了环
境，也改善了职工生活，还不断增强职工的归属
感和获得感。 □ 周道刚

“五场里的葡萄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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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前，王崇
义从部队转业回城，
通过自主择业应聘

到西安通益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
司，他先后担任行政部经理、房地产估价
员、房地产估价师兼党支部书记，从兵营
到非公企业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热爱
学习、不怕吃苦、锐意进取的军人风采。

1983年 10月，王崇义从陕西关中农村
光荣入伍，在部队抓紧一切时间加强文化
知识学习，历任排长、中队长、警务股长、大
队长、参谋长、党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等
职务，这些和他积极进取、刻苦钻研文化
知识、业务知识分不开，1985年他考入武
警北京指挥学校，后又参加自学考试先后
取得了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大专和本科
文凭。2007年，来到通益房地产公司后，他
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高考，从开始干行政到
后来兼搞业务，没有犹豫停留，七年时间
他自学房地产评估知识，连续七年参加全

国房地产考试，50岁时考取了全国房地产
估价师资格证，成为陕西省当年通过的 49
名房地产估价师中年龄最大的 1个；2014
年成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在，王崇义还
在积极备考资产评估师和国家司法考试，
他为公司全体员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党性强、作风正、纪律严、工作出色”
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在部队因业绩突出，王
崇义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
秀班干部和优秀党员；他把在部队养成的
善于钻研的作风带到了公司，为员工带好
头、树好规。在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依法依规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在员工和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时，他
依法合理提出处理意见，及时有效地化
解矛盾，增强了企业的和谐劳动关系，先
后调解公司劳动争议多起，达到了员工
和公司双满意，几年来公司无一例劳动争
议提交劳动仲裁和法院处理。

他还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勤于钻研

业务，不断提高房地产评估的专业技术水
平，虽身兼多职仍能以极大的热情和钻劲
学习和工作。他所作的评估报告业务范
围涉及房地产抵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房屋损坏评估等，个个符合法律法规
和国家政策，符合房地产行业规范的要
求，无一差错，多次受到了行家的好评，他
带头运用估价新工具运用大数据和估价
系统进行评估作业，实现了通益公司估价
报告撰写工作从传统的线下操作到线上
无纸化办公的飞跃。他带头拓展业务，
2017年 2月，王崇义参与震惊全国的“西安
百余铁锤男打砸案”评估，搭建起了全新的
业务平台。王崇义还积极与公司技术人员
探讨估价技术，公司从装修价值评估报告
的撰写，到造价咨询业务的可行性研究，
从现勘表的设计，到数据信息的市场调研
等，无不凝结着王崇义的心血和智慧。

王崇义全面负责公司的党建工建工作
后，他先后制定了公司党支部和工会工作

制度，建立了党员活动室和党建资料，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把党支部工作纳入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加强党员政治思想教育，开
展抄写党章，组织党员员工参观延安革命
纪念馆重走革命路线等活动，增强了党员
讲政治、顾大局的责任感。指导工会开展
集体平等协商、民主管理工作，关注职工诉
求，积极为员工办实事做好事，解决了员工
住宿难等问题。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
在拆迁评估业务中，党支部进行入户前廉
政教育，公司与每个入户业务员签订了廉
政责任书，要求自觉做到“六不准”，有效保
证了廉洁拆迁，彰显党支部凝聚力量服务
党员群众、建设廉洁通益的特色。

近年来，党支部连年被评为区级非公
企业先进党支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营
业额持续上升，员工离职率明显降低，党
支部在凝聚员工力量，提升企业软实力，
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助力发展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 □ 李波

来自军营的来自军营的来自军营的“““好干家好干家好干家”””
■职场精英■

每到夏季，西岳华山都进
入旅游旺季。在烈日的映照
下，这里的工作人员以自己的
辛勤劳动，接待着来自四面八
方的客人，以优质的服务展示
着华山人的风采。

孟世雄是华山主峰区的一
名安保人员，今年 45 岁，每天
固定在巨灵足景点值守。巨
灵足位于通往西峰、南峰、镇
岳宫三条路的交汇处，这里
是游客走出西线索道后看到
的第一个景点，加上这里景
色奇特秀美，游客纷纷驻足
欣赏，将巨灵足围得水泄不
通。有的游客忍不住翻
越到警示铁链外拍照，
孟世雄的任务就是及时
劝阻游客翻阅铁链、疏
导客流，为游客提供咨
询服务。

孟世雄说，劝阻游客
翻越铁链是一件“艺术
活”，说的轻了不起作
用，说的重了游客投诉
你态度不好，必须掌握
好分寸，既确保游客平
安又不能引起游客反
感。在咨询方面，好多
问题对游客是第一次，
对孟世雄来说已经说了
上千遍了，游客不停地
询问，孟世雄不停地回
答，百问不厌。

有的游客照相时顺
手把背包什么的放在地
上，照完相人走了，却把
物品扔在了原地。这
时，孟世雄就担负起了
看管游客遗失物品的任
务，等待游客回来认领。

巨灵足是个风口子，无
法撑遮阳伞。中 午 12：
00—14：00，火辣辣的太
阳直射下来，周围无遮无
挡，连个阴影都没有，孟世
雄觉得好像在沙漠上一
样，有一种火烧、蜇疼的
感觉。因为天天在烈日
下暴晒，孟世雄的胳膊先是溃
烂后是蜕皮，为了防晒，他专
门给自己买了一副袖套。

暑期游客多，压力大，上班
时间长。孟世雄和同事们每天
从早上 7：00开始，一直要忙碌到
下午19：00，连轴转，中间没有休
息时间，中午饭由管理站送到执
勤点。执勤期间实在瞌睡得不
行了，孟世雄就来回转一下，他
说转一下头脑马上就清醒了。

李育华是一名环卫工，今
年 42岁，负责从巨灵足到西峰
翠 云 宫 门 前 的 卫 生 保 洁 工
作。从巨灵足到翠云宫这一
段路名叫“屈岭”，俗称“小苍
龙岭”，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陡
坡，近 300 米长。李育华每半

小时走一个来回，每天走二十
多个来回，大概 12 公里。李
育华每天捡拾的垃圾有十几
袋，最多的时候二十袋。环卫
员每天捡拾的垃圾由本人在
下班后挑到垃圾集中点，然后
由景区统一安排运送下山。

因为天气热，几个来回跑
下来，李育华便满脸是汗，汗
水顺着脖子流到前胸后背，身
上像有许多蚂蚁爬行一样难
受，衣服很快就湿透了。中午
热得实在受不了，李育华工作
一会儿便赶紧跑到阴凉处歇息
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一天
跑下来，李育华双腿又酸又
困。如果略微留意你会发现，
环卫员和安保员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脸特别黑，黑得
像是茄子，让人联想到青
藏高原和非洲。

因为天热出汗多，李
育华每天上班时都会带
上一大杯水，他怕工作
时一不小心水杯滚到沟
里去，便将水杯寄放在
附近的经营摊点上，喉
咙干得冒火时，过去抿
两口润润嗓子。

常有粗心的游客把
手机、帽子等掉到陡坡里，
然后请求李育华帮忙捡上
来，每次游客求助，李育华
都会热心地帮游客捡回
来，游客一句“谢谢”让李
育华心里甜蜜蜜的，觉得
再苦再累都值得。

环卫员吃饭分两种
情况，一部分在管理站
用餐，一部分就近在附近
的饭店用餐，李育华在西
峰饭店用餐。因为工作需
要，饭店不像管理站那样
每天吃三顿饭，饭店只吃
两顿，早上9：00一顿，下午
16：00一顿，早上是稀饭、
馍、菜，下午是米饭、烩菜、
面条倒换着吃。因为两餐
之间间隔太长，每次吃完
饭，李育华给自己带上两
个馍馍夹上辣子，有时也
会从山下带些方便面什么

的，一早一晚饿了时垫个饥。
安保员和环卫员一般是

19：00下班，下班后回到宿舍，
他们自己烧点热水擦擦身子，
然后有的坐在屋外吹风纳凉，
有的用手机看电视剧，有的和
朋友聊聊天，有的和家人视频
通话，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上
班，加上累了一天，安保员和环
卫员最迟 21：00 就上床休息
了。安保员和环卫员一般半月
休一次假，每次二三天。休假
的主要任务是洗澡洗衣服，顺
便帮家里干些农活。山上缺
水，加上怕风把衣服吹到沟里，
安保员和环卫员一般不在山上
洗衣服，在休假时把脏衣服全
部带回家里去洗。 □ 秦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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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7月12日，持续的大暴雨造成宝成铁路王家
沱至乐素河间山体发生连续崩塌，致使宝成铁路
行车中断。在西安铁路局统一指挥下，中铁二十
局集团电气化公司迅速组织抢险队，奔赴现场参

加抢险救援，经过不间断昼夜施工，至7月28日下
午17时05分，中断16天的宝成铁路恢复通车。

图为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司员工抢修电
气化接触网线路。 □ 白小波 李缘圆 摄

7月 31日，时值大暑节气，正是一年中最炎热
的天气，刚下过雨的潮气蒸得人更加闷热难耐。陕
煤运销铜川分公司工会主席郑保生、公司副总经理
杜世伟及工会工作人员看望并慰问了奋战在运销
战线最前沿的采制样职工，为他们送去了绿茶、菊
花等防暑降温物品，把分公司党政领导及工会组织
的关怀和慰问送到基层一线职工的手中、心中。

郑主席一行来到质量管理部一楼制样室，制样
室的职工身穿工作衣，头戴安全帽和防尘面具，把
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正在埋头苦干缩制煤样，
沾染煤尘的脸上沁出汗珠，汗水打湿了衣背。看
到这样的场景，公司领导很是感动，郑保生主席
叮嘱大家，炎热的夏季，正是安全事故高发季节，
一定要坚持按章作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身
体健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立足岗位为公司
作贡献。他特别强调，煤质采制化工是公司所有
工作岗位中最脏、最累、最辛苦的工作，大家每天
认真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高温天气，在烈

日下采样，在狭小的工作室制样，在高温炉旁检
测，这些，正体现了运销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的运销精神。

随后，郑主席一行人又看望了正在为公司准
备防洪救灾物资的工作人员，看到清理的水沟和
高高垒砌的沙袋，表扬大家汛期安全工作做的扎
实到位，同时也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一定注意
防暑降温。

“夏送清凉”活动是铜川分公司工会实施的关
爱职工品牌工程之一，已经持续开展多年，公司工
会每年都提前准备，为公司职工精心采购绿茶、菊
花、冰糖、饮品等降温防暑用品，目的就是要把公司
党政及工会组织的关爱、关心与关怀送到一线职工
的心坎上，让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与此同时，该公司党政工领导更是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积极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落实
劳保各项措施和职工的防暑降温待遇，充分保障企
业生产安全和职工身心健康。 □ 张红娟

职工流汗忙工作 领导慰问上一线

近日，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开
展全线网关键设备配置备份工作，
以应对突发故障时，通过导入备份
文件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恢复设
备故障，服务广大市民游客方便、
快捷出行。

图为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票务
部 AFC 专业中央维护工班员工正
在对全线网关键设备进行梳理。

□ 李思远 曹玹 摄


